
科技与世界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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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降落 火 作者 技术 是否 受不了
密码 允许 世纪 邮局 信封

Part2 Texts& grammar：接着 Vs. 然后
是否 受不了把...叫作...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微博与微信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Warm-up 手机使用情况调查
Questionnaire about  the use of cell phones

一般用手机 每个月的手机话费 选择手机最看重 最喜欢的其他功能

打电话 50元以下 样子漂亮 音乐

发短信 50-100元 价格便宜 照相

听音乐 100-200元
功能 多

上网

玩儿游戏 200-300元 售后服务好 游戏

上网 300元以上 流行 聊天儿

gōng néng



生词 Word

jiàng luò

降落
(v.)

to descend, 

to land

zuò zhě

作者
(n.)

author

jì shù

技术
(n.)

technology



生词 Word

mì mǎ

密码
(n.)

password

shì fǒu

是否
(adv.)

if,  whether

shòu bu liǎo

受不了
cannot stand,

cannot bear 

yǔn xǔ

允许
(v.)

to allow,

to permit 



孙月：上次女儿问我飞机是怎么起飞和降落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她现在总

是有各种各样的“为什么”。

王静：孩子眼中的世界是美丽和奇特的。有一本书叫《新十万个为什么》，现在卖

的非常火。书里的内容都是儿童想知道的科学知识，相信你女儿一定喜欢读。

孙月：难道它和我们小时候看的《十万个为什么》不一样吗？作者是谁啊？

王静：作者的名字我没记住。《新十万个为什么》的内容更新，介绍了各种科学知

识，包括地球、动物、植物、交通、科学技术、社会和文化等很多方面。

孙月：太好了！不过她这么小，我不知道她是否能读懂。

王静：放心吧，这本书的语言简单易懂，一定能增长孩子的科学知识。

课文 Text 1 王静给孙月推荐一本书

jiàng luò

zuò zhě

jiāo tōng jì shù

shì fǒu



1. 王静给孙月推荐了一本什么书？为什么推荐这本书？

2.这本书有哪些内容？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3.王静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4.孙月担心什么？



语法 Grammar 1
是否

“是否”means “whether or not”, used in written Chinese.

1. 有人认为有“夫妻相”的夫妻家庭生活幸福，实际上，婚姻

是否幸福跟这个没有关系。

2. 现在，如果要问人们选择职业时主要考虑的是什么，不少人

会以收入多少作为标准。当然，也有人主要看自己是否喜欢这份

工作。

3. 真正的成功者，不在于你成就的大小，而在于你是否努力地去实

现自我。



练习 Exercise 1 

A: 麻烦你帮我改签到后天的同一航班。

B: 您稍等，我查一下_________________。（是否）



练习 Exercise 1 

当我们听到批评时，应该冷静地想想他们提出的意见或者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否）



练习 Exercise 1 

一个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对于他

离成功的远近有着重要的影响。 （是否）



复述 Retell the dialogue

王静:孙月的女儿问她_____________，她不知道怎么_____。我推荐

了《新十万个为什么》给她，告诉她《新十万个为什么》的内容包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很多方面。她担心_______________，

我告诉她这本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交通火 技术

1.各位乘客，大家好，感谢大家乘坐此次航班，我们的飞机将于20分钟

后_____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2.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书全部都_____了。

降落

3. A:对面那条街上新开了一家理发店，听说那儿的理发师_____还不错。

B:是吗？正好我也该理发了，那明天下班后我去试试。

4. A:你今天早上又迟到了，足足迟到了一个小时呢！

B:我也不想啊，但是北京周一早上的_____十分拥堵！

练习 Exercise



李老师：现在的大学生一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可以马上在网上查找答案，几秒钟就把问题解决了，这比

我们上学的时候方便多了。

高老师：现在的人们，尤其是大学生开始普遍使用电脑，他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脑。据调查，70%的

人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网找答案。

李老师：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学生们的学习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不过天天对着电脑看，眼睛实

在受不了。

高老师：不仅是学习方式，而且连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在网上写日记，

他们说这样可以让朋友及时了解自己的生活。

李老师：这个办法不错，既能方便大家的交流，还能节约用纸，保护环境。但是如果别人都能看到我的

日记的话，多不安全啊！

高老师：放心吧，可以给网上的日记加密码，那样只有得到了允许，别人才能看到。

课文 Text 2

mì mǎ

shòu bu liǎo

yǔn xǔ

李老师和高老师在聊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fāng shì



1. 现在的大学生遇到不明白的问题会怎么做？

3. 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变化？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4. 网上写日记有哪些好处？

2. 调查结果是什么？



语法 Grammar 2

受不了

1. A:我们再去对面的商店看看吧？

B:我真的受不了你了，你到底还要逛多久？

2. A:真受不了这样的老师！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练二三十遍。

B：他对你们严格些好，这样可以让你们打好基础。

3. 一整天都在盯着手机看，眼睛实在受不了了。

“受不了”means “cannot bear (the pain,suffering,stress,misfortune,attitude,etc).

受不了 +  n / n phrase



练习 Exercise 2 

A：_________________，你桌子上太乱了，找时间好好儿

整理一下。

B:  好的，我现在就收拾，一定弄得整整齐齐。（受不了）



练习 Exercise 2 

A：开一下窗户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受不了）

B:  是你穿得太多了，把外面那件衣服脱了吧。



练习 Exercise 2 

A：你怎么又想换工作了？这儿的收入不是挺高的吗？

B：可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不了）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密码方式 允许

1.有些人直接拿自己的生日做银行卡或信用卡的_____。

其实，这样做很不_____。

2. A: 小静，我们一起下楼玩捉迷藏吧。

B: 我得去问问我妈妈，我要得到妈妈的_____才可以。

3. A: 你吃饭太快了，这是十分不健康的饮食_____。

B: 是吗，那我下次一定慢慢吃。

练习 Exercise

安全



接着 Vs. 然后

Same： Both indicate (something else happens) after the previous event.

1. 大学毕业后，他接着又考上了研究生。

他毕业后在老家工作了一年，接着/然后又考上了北京大学，读研究生。

2. 咱们先去吃晚饭，然后看电影，好不好？

Difference:  

• In case of mething A causes B，“接着”emphasizes an immediate succession in time，while“然

后”is a conjunction often used in the structure(first..., then...).

• “接着”may or may not have the same subject, while “然后”usually share the same subject.

对比 Comparison

3. 他已经学了一年汉语了，明年还要接着学。

5. 遇到不认识的词语，我会马上查字典，然后写在本子上。

4. 这本书你看完了我接着看吧。



选词填空

1. 妹妹刚参加工作一年就买了房子， 就结了婚，今年又生了一

个小男孩，生活得很幸福。

接着 然后

2. 我说完了，你 说吧。

3. 你先上网看看吧，多比较比较， 再做决定。

4. 进了商店，妻子先买了一件衬衫， _____又买了一条裤子。

5.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节课_____讲这个问题。

练习 Exercise



生词 Word

shì jì

世纪
(n.)

century

xìn fēng

信封
(n.)

envelope

yóu jú

邮局
(n.)

post office



课文 Text 3

21世纪，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几千公里以外的国家，

以前坐船需要几个月，现在乘坐飞机不过十几个小时。原来寄信需要

好几天，现在连邮局都不用去，只要在家里上网发个电子邮件，用不

了一分钟，远处的朋友就能收到，比写信封用的时间都短。以前外地

的新闻要几天后才能知道，现在只要打开网站，任何信息都可以在第

一时间获得。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所以现在人

们都把地球叫作“地球村”。

yóu jú

shì jì

xìn xī

xìn fēng



2. 为什么人们把地球叫作地球村？

Questions

1.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请举例说明。



语法 Grammar 2

“把......叫作......”(...is called...), the latter part is the name of the former part.“把”is 

followed by a noun, pronoun or noun phrase.

1.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从中国西部流向东部，全长5464公里，人们把它叫作

“母亲河”。

3. 西双版纳的白塔，著名的佛塔群，有人把它叫作“笋塔”。

2. 中国人搬了新家后，一般都会邀请亲戚朋友到家里来吃顿饭，热闹一下。人们

把这个习惯叫作“暖房”。

“把......叫作......”



练习 Exercise 2 

完成句子

1. 在汉语里，像“海”“河”这些字左边的部分是一样的，我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把......叫作......）

3. 东西的质量和价格是有联系的，质量好的东西一般价格也会比较高。

人们习惯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把......叫作......）

2. 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的数量最多，汉族以外的55个民

族由于人数较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把......叫作......）



地点 特点 优点 缺点 重点

1.A: 你联系马记者了吗？

B：联系过了，我已经通知他会议地点改到首都饭店了。

2. A: 你对我们国家的文化了解多少？

B: 我知道中国功夫很厉害，京剧也很有特点。

同字词练习 Exercise
yōu diǎn

place feature merit

3. 人应该学会认识自己。不仅要看到自己的优点，也要了解自己的缺点，并且要

努力改掉缺点。只有这样，才会逐渐变得成熟起来。

tè diǎndìdiǎn

shortcoming key point

quē diǎn zhòng diǎn

4. A：材料这么厚，我估计看不完了。

B：复习要注意方法，复习重点内容应该来得及。



练习 Exercise 4 

特点地点 优
点

1.教育学生时，要根据学生的_____选择不同的方法。

2. 现在有个通知，十一月七日上午八点有中国文化研讨会，_____

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希望大家准时参加。

3. 由于时间限制，这份材料我就不向大家详细介绍了，我只对其中

的_____简单说明一下。

缺点 重点

4. A: 你对小李的印象怎么样？

B：他的_____是有礼貌，诚实，能吃苦，_____是太马虎、太粗

心了，不适合我们的工作。



活动 Activity

相互了解对方关于电脑和互联网的使用情况
Learn about each other’s use of his/her computer and the Internet.

问 答

你常用电脑做什么？

你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大概是多长？

你上网的原因是什么？

互联网对你的生活有哪些影响？

你使用什么聊天工具？

你会因为上网而减少和朋友正常交流的时间吗？

chat tool

liáo tiān gōng jù



微博与微信
Weibo and WeChat

文化 Culture wēi bó yǔ wēi xìn

Weibo, or MicroBlog, is a platform to share, spread and obtain information based on user relationships.

Users can visit the site via comoputers or cell phones and post a message of around 140 

words/characters, which can be shared immediately. The earliest and most famous MicroBlog is Twitter of the 

US. In August 2009, Sina became the first web portal in China to provide Weibo service, which is when 

MicroBlog officially came into the sight of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net surfers.

WeChat is an instant messaging app released by Tencent in 2011, via which users can send voice 

messages, videos, images and texts on their cell phones at a real fast speed. WeChat provides services such 

as public account, circles of friends and message promotion. Users can add new friends and follow public 

accounts by selecting “Shake”, “Search by Number”, “People Nearby” or “ Scan QR Code”. WeChat allows 

users to share moments with their friends and also share what they've read in their circles of friends.



Thank you!


